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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抗血管生成 (antiangiogenesis) 的方式來治療癌症，已經引
起許多人強烈的興趣，主要是因為他們廣泛的作用、低毒性以及直接
以內皮細胞做為治療目標 (較不易引起細胞抗藥性的發生)。在新進
增加種類的抗血管生成抑制劑中，endostatin 是最受到注目的一種，
同時它也是許多爭議的焦點。如同 angiostatin 或 vasostatin 抗血管生
成抑制劑，endostatin 是細胞外膠原蛋白 XVIII (collagen XVIII)經過蛋
白質水解脢作用後的一個片段 (~20 kDa)。它能有效地抑制內皮細胞
的增生與血管的生成，但是對癌細胞本身卻不具任何毒殺效果。先前
實驗利用遺傳工程生產出 His-tagged endostatin 並定期注射治療帶有
腫瘤生長的老鼠，能導致腫瘤的萎縮並使腫瘤細胞處於休眠期
(dormancy）
，而這整個治療過程並不會導致抗藥性的發生。然而，我
們對於 endostatin 抑制內皮細胞增生的機制仍然不清楚。我們利用
RT-PCR 從老鼠的肝臟中取得 endostatin 的 cDNA，經過 DNA 定序確
定後，將它殖入載體並送入 E.coli 中表現和產生大量的重組蛋白質
(GST-endostatin)。GST-endostatin 可溶於水，而且可以 20 nM 的濃度
抑制 HUVEC, EA.hy926 和 BAEC 的生長速率達百分之五十，這是和
His-tagged endostatin 的最大不同點。利用流式細胞儀分析細胞週期之
變 化 ， 發 現 GST-endostatin 可 以 誘 導 EA.hy926 細 胞 的 凋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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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ptosis)。而且 0.5 nM 的 GST-endostatin，對於 EA.hy926 移向
chemoattractant – bFGF 的實驗，就可以達到 IC50 的抑制效果。在雞蛋
絨毛尿囊膜的實驗中，GST-endostatin 能夠抑制膜上的血管生成過
程，而在帶有 Lewis lung carcinoma 的老鼠實驗中，GST-endostatin 也
能夠抑制腫瘤的生長。經過了這些功能的分析研究後，我們決定採用
GST-endostatin 及 EA.hy926 細胞來當作研究 endostatin 其抑制機制的
模型。在使用 fura-2 螢光探針後，我們發現 GST-endostatin 能夠提高
細胞內鈣離子的濃度，而這些鈣離子主要是由細胞外進入細胞內，且
會隨著 GST-endostatin 處理濃度的增加而提高。利用 EGTA 去螫和細
胞外的鈣離子，或是利用鈣離子通道抑制劑 nifedipine 去抑制離子通
道，均能有效減緩 GST-endostatin 對內皮細胞的毒殺效果，由此可以
看出 GST-endostatin 所導致的細胞內鈣離子增加，可能在抑制機制中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 GST-endostatin 也會刺激 Bkca channel 的活
動，更進一步支持 GST-endostatin 會導致一連串內皮細胞膜上離子通
道 活 動 的 變 化 。 呼 吸 脢 的 活 動 和 內 生 ATP 的 合 成 均 會 被
GST-endostatin 嚴重地抑制，這兩個現象告訴我們：GST-endostatin
能夠耗盡內皮細胞的能量來源。總之，截至目前的研究指出：
GST-endostatin 能夠引起內皮細胞電生理特性的改變和減少內生 ATP
的合成，而這可能在抑制機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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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tiangiogenic tomor therapies have attracted intense interest for
their broad-spectrum action, low toxicity, and in the case of direct
endothelial targeting, an absence of drug resistance. Among the growing
list of antiangiogenic agents, endostatin has attracted most attention and
been under the spotlight of numerous debates. Like other angiogenesis
inhibitors, endostatin is also a proteolytic fragment (~20 kDa) from an
extracellular protein, collagen XVIII. It potently inhibits endothelial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ngiogenesis, but has no cytotoxic effects on cancer
cells. Above all, therapy of experimental cancer with endostatin in
rodents leads to tumor dormancy and does not induce resistance.
However, the exact mechanism on how endostatin inhibited endothelial
cells proliferation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We have cloned mouse
endostatin cDNA from mice liver by RT-PCR. After verification by DNA
sequencing, endostatin cDNA was subcloned in to E.coli expression
vector to express and generate large quantities of recombinant GST-fused
endostatin

(GST-endostatin).

Unlike

His-tagged

endostatin,

GST-endostatin is soluble and capable of inhibiting various endothelial
cell lines including HUVEC, EA.hy926 and BAEC with IC 50 ~ 20 nM.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indicated GST-endostatin induced apoptosis in
EA.hy926 cells. GST-endostatin also inhibited the cell migration of
EA.hy926 cells toward chemoattractant bFGF with IC 50 ~ 0.5 nM.
Further more, GST-endostatin inhibited in vivo angiogenesis in chicken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 and suppressed tumor growth in mice bearing
Lewis lung carcinoma cells. After func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5

GST-endostatin, we decided to use GST-endostatin and EA.hy926 cells
as a model system to study the inhibitory mechanism of endostatin in
endothelial cells. By using fura-2 fluorescence probe, GST-endostatin
was shown to elevate the cytosolic calcium in dose-dependent manner
from extracellular source. Chelation of extracellular Ca2+ by EGTA or
inhibition of calcium channel by nifedipine abolished the cytotoxic effect
endostatin, suggesting the calcium rise by endostati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inhibitory mechanism. Besides, endostatin also stimulated
activity of a large- conductance calcium-activated potassium (Bkca)
channel, further supporting endostatin initiated serial changes in ion
channels activities in endothelial cells. Respiratory enzyme activities and
endogenous ATP synthesis in endothelial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by GST-endostatin treatment, indicating GST-endostatin
depleted the energy source for endothelial cells. In summary,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d GST-endostatin caused dramatic changes in
electrophysiologic properties and decreased endogenous ATP synthesis in
endothelial cells, which may participate in its inhibitory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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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angiogenesis
血管新生 (angiogenesis 或稱為 neovascularization) 是指從先前
已存在的血管發展出新血管的過程 (圖 一 ) (Folkman and Shing,
1992)。血管新生一般在胚胎發育時最為明顯；而在正常成人身上，
只有在傷口癒合、發炎反應的部位或是有月經週期的子宮壁才能觀察
到這個現象。然而在一些疾病的病理特徵或是病理切片 (例如：糖尿
病、視網膜疾病、風濕性關節炎或腫瘤)，我們也同樣地可以觀察到
這個現象。
雖然我們仍不完全清楚控制的機制為何？但是從一些實驗結果
顯示 (Folkman, 1971)：血管新生對於腫瘤的成長 (growth) 與轉移
(metastasis）
，扮演非常重要的地位。腫瘤體積在 2 mm3 以下時，可以
只靠單純的擴散作用，來獲得其所需的養分及氧氣；但是當腫瘤體積
超過 2 ~ 3 mm3 時，就無法單純靠擴散作用來獲得所需。此時，腫瘤
本身就會開始分泌一些誘導血管生長的物質 (例如：bFGF，VEGF) 來
誘導微血管的形成，以便提供腫瘤所需要的氧氣及養分，且可以將其
代謝的廢物帶走；微血管不只可以提供上述的功能，它甚至可以提供
腫瘤細胞轉移 (metastasis）時的路徑 (Folkman and Shing, 1992)。因
此，甚至可以由腫瘤附近微血管網路的疏密程度，來當作對腫瘤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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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略性 (aggressiveness）與轉移潛力 (metastatic potential) 評估的
一種生物指標 (Pluda, 1997)。
血管新生的過程深受兩類物質的影響，一種是 angiogenic
stimulator，可以誘導微血管的生成：這包括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Olofsson et
al., 1996) 以 及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α (TGF-α) 等 等
（McNamara et al., 1998）
；另外一種則是 angiogenic inhibitor，可以抑
制微血管的生成：這包括 angiostatin、endostatin、thrombospondin 以
及最新的 vasostatin 等等 (詳見表一)；而這兩類物質的交互作用，便
會影響到血管新生的最終結果 (Zetter, 1998)。在腫瘤細胞附近，由於
受到一些 oncogene 活化或 hypoxia-sensing pathway 的改變而影響，因
而 angiogenesis 的現象也會產生 (Dachs and Chaplin, 1998)。

angiogenesis inhibitor and endostatin
在腫瘤治療的過程中，外科手術還是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往
往伴隨腫瘤切除的結果，是轉移腫瘤的加速發生。這意味著當我們把
腫瘤切除時，可能也將抑制腫瘤轉移或是抑制血管生成的物質來源也
一起切除 (McNamara et al., 1998)，造成 dormant micrometastases 的再
度生長。
化學治療與放射線治療也是治療癌症常見的方法，但是卻常常
15

伴隨著許多的副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點為：即是往往不只殺癌細
胞，連正常細胞也會被殺死，不具所謂的「專一性」
。而且腫瘤細胞
遺傳的不穩定性、高突變發生率，常常是造成腫瘤細胞「抗藥性」出
現的最主要原因 (Kerbel, 1997)。因此發展新的治療方法，是抗癌研
究的重要工作之一。
相對於腫瘤細胞遺傳的不穩定性及高突變發生率，生成血管之
內皮細胞 (endothelial cell) 的遺傳穩定性、低突變發生率，便顯得是
非常適合當作治療的對象。以內皮細胞當作治療的目標，發展抗血管
生成 (anti-angiogenesis) 的治療方式，則有以下幾個優點：1. 細胞遺
傳穩定、低突變發生率使得「抗藥性」的發生率降低。2. 腫瘤細胞
的來源複雜，若以內皮細胞為治療目標，可以找到專一性較高的藥
物，較不容易引發副作用。3. 血管新生 (angiogenesis) 的過程，主要
經由內皮細胞的生長；而在正常生理狀態下不易發現血管生成的現
象。因此，較不會對身體內的其它細胞、組織造成傷害 (Gastl et al.,
1997)。
截至目前為止，已被找到的 angiogenesis inhibitor 大約有以下幾
種：angiostatin，為 plasminogen 經過蛋白質酵素作用後所形成的
N-terminal 約 36 kDa 片段 (Gately et al., 1997; O'Reilly et al., 1994)；
endostatin，為 collagen XVIII C-terminal 之 NC1 domain 上，約 20 k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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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之水解產物 (O'Reilly et al., 1997)；thrombospondin-2 (TSP-2)，是
一個 matricellular glycoprotein (Pluda, 1997)；vasostatin (Krause and
Michalak, 1997)、maspin (Zhang et al., 2000) 和 PEX (Brooks et al.,
1998)等等 (Brower, 1999)。
在這些 angiogenesis inhibitor 中，以 endostatin 最受矚目並引起
廣泛討論與爭議。研究報告指出 (Boehm et al., 1997; Kerbel, 1997)：
endostatin 不僅能夠抑制腫瘤的生長，使腫瘤體積變小；更重要的是
endostatin 還能重複地抑制腫瘤的生長，而不會引起「抗藥性」的發
生，長期連續性注射能使腫瘤細胞停留在休眠狀態 (dormant state)。
Endostatin

是

Judah

Folkman

實 驗 室 從 帶

murine

hemangio-endothelioma (EOMA cell line) 的 老 鼠 尿 液 所 發 現 之
angiogenic inhibitor，經核酸序列研究顯示，與 collagen XVIII 之
C-terminal 端 NC1 domain 上的 184 氨基酸相似。Collagen XVIII 與
collagen XV 具有相似性 (Rehn and Pihlajaniemi, 1994)，但是卻分佈在
不同的組織中；collagen XVIII 主要分佈在肝臟與肺部 (Oh et al., 1994;
Sasaki et al., 1998; Schuppan et al., 1998)。
最近的研究 (Boehm et al., 1998; Sasaki et al., 1999) 指出，
endostatin 氨基酸序列的 N 端，histidine 1, 3, 11 和 aspartic acid 76 的
位置有一個 Zn2+的 binding region，且這個 Zn2+的 binding region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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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血管生成是必須的；在 in vivo 實驗中，這幾個位置變異的
endostatin 無法抑制 Lewis lung carcinoma 的生長。而在氨基酸序列的
C 端，則有一個 heparin 的 binding region (圖二)。根據報告 (Sasaki et
al., 1999) 指 出 ： 利 用 mammaliam cell (EBNA-293) 產 生 的
endostatin，可以在雞蛋絨毛尿囊膜上抑制由 bFGF 和 VEGF 誘發的血
管生成過程；且藉由與 heparan sulfate 結合的位置 alanine 變異
(positions 155, 158, 184, 270, R193 和 R194）造成抑制效應的減少，來
證明 heparin binding region 是必須的 (Sasaki et al., 1999) 。但是最近
有另一篇報告 (Yamaguchi et al., 1999) 指出：Zn2+ binding domain 及
heparin binding domain 是不需要的。利用 mammaliam system 生產不
含 Zn2+的 binding region 與 heparin binding region 的 endostatin，在 in
vitro 或 in vivo 的實驗中仍然可以抑制由 VEGF 所誘發的血管生成過
程。
至於 endostatin 抑制血管生成的機制，至今我們仍不清楚，只
知道經過 endostatin 處理過的內皮細胞，其細胞內 Bcl-2、Bcl-XL 的表
現會被抑制，protease caspase 3 的表現會增加，而 Bax 的表現則不受
影響 (Dhanabal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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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材料：
1. 細胞株 (Cell lines)：
EA.hy926 Cell Line【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 (HUVEC) +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 (A549)】 (High glucose DMEM + 10 % FBS +
HAT)(成大醫學院生化所 吳華林教授贈與)
NIH 3T3 Cell Line (Fibroblast, Embryo, NIH Swiss mouse) (High
glucose DMEM + 10 % FBS)
Lewis Lung Carcinoma Cell Line (Lung carcinoma, mice) (High
glucose DMEM + 10 % FBS) (成大醫學院微免所 蕭璦琍教授贈與)

2. 動物 (animals)
Fertilized eggs
BL57/6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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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藥品 (Reagents)：
A. 購自 Sigma 藥廠 (Sigma Chemical Company, St Louis Mo. 63178,
U.S.A.)
Ethanol
Tris base
Boric acid
EDTA
Bromophenol Blue
Glycerol
NP-40
Sodium deoxycholate
NaCl
EGTA
PMSF (Phenylmethylsulfonyl fluoride)
Aprotinin
Leupeptin
Pepstatin
Tris
SDS (Lauryl Sulfate)
Ammonium Persulfate
TEMED
Tween 20
β-mercaptoepthanol
Complete adjuvant
Incomplete adjuvant
Glutamine
Streptomycin
Penicillin
Trypan blue
KH2PO4
Triton X-100
Propidium iodide
CaCl2 • H2O
NaN3
KCl
MgCl2 • 6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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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OH
Aspartatic acid
CsCl
NaF
IP3
CsOH
Hepes
Glucose
B. 購自 J. T. Baker 藥廠 (Phillipsburg, NJ 08865, U.S.A.)
Ethidium Bromide
40 % Acrylamide/Bis
Acetic acid
Glycine
NaHCO3
C. 購自 Merck 藥廠 (Darmstadt, F. R., Germany)
Isopropanol
Methanol
Giemsa
Gelatin
D. 購自 GibcoBRL 藥廠 (Gibco Laboratory Life Technology, Inc.,
Grand Island, New York, U.S.A.)
Chloroform
Agarose
DMEM powder
HAT (100 µM sodium hypoxanthine, 0.4 µM aminopterin, 16 µM
thymidine)
Trypsin-EDTA
E. 購自 Perkin Elmer 藥廠 (Foster City, CA 94404, U.S.A.)
GeneAmp® Thermostable rTth Reverse Transcriptase RNA PCR
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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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 PRISM® BigDye™ Terminator Cycle Sequencing Kit version
2.0
F. 購自 Kodak 公司 (Rochester, N.Y. 14650, U.S.A.)
Coomassie Blue R-250
Xylene Cyanol FF
G. 購自 Boehringer Mannheim 公司 (Boehringer Mannheim GmbH,
Germany)
WST-1
ATP Bioluminescence Assay Kit HS II
H. 購自 Qiagen 公司 (Qiagen GmbH, Germany)
Maxi DNA plasmid preparation kit
RNase
Ni-NTA Agarose
I. 購自 RBI 公司 (RBI, Natick, MA 01760-2447 U.S.A.)
Na2ATP
Na2GTP
J. 購自 Pierce 公司 (Rockford, Illinois 61105 U.S.A.)
Coomassie Plus Protein Assay Reagent
Albumin standard
K. 購自 Amersham Pharmacia Biotech 公司 (Amersham Pharmacia
Biotech, Piscataway, NJ 08855 U.S.A.)
pGEX-2TKcs
Glutathione Sepharose 4B
PVDF (polyvinylidene difluoride)
L. 購自 CalBiochem 公司 (San Diego, California 92121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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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G
Na3VO4
M. 其它
ULTRASPEC TM RNA Kit (Biotecx, U.S.A.)
Pfu polymerase (Stratagene, U.S.A.)
pCR II-blunt vector (Invitrogen, U.S.A.)
Cellophane (Bio-Rad Laboratories, Hercules, CA 94547 U.S.A.)
Fetal calf serum (FCS) (PAA laboratories GmbH, Austria)
Na2HPO4(和光純藥工業株式會社, Japan)
Polycarbonate filter (Osmonics, Massachusetts, U.S.A.)
Fura-2/AM (Molecular Probes, U.S.A.)
pET15b (Novage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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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A. Cloning，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of GST-fusion endostatin
1. 由老鼠 (mice) 的肝臟抽取純化 RNA
由老鼠肝臟將其磨碎並加入 ULTRASPECTM RNA Kit，100 mg tissue
加 1ml，之後用 chloroform 抽出 RNA；再用 isopropanol 沉澱之後再
用 75 % ethanol 清洗 RNA，最後得到全部的 RNA。

2. 以 RT-PCR 來選殖 endostatin 基因
利用 Reverse Transcriptase (Gibco) 先將 RNA 反轉錄成 cDNA，再利
用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將 endostatin (oligonucleotide
primer

：

sense

CGCGGATCCATGCATACTCATCAGGACTTTCAGC-CAGTGCTC ；
oligonucleotide

primer

reverse

CCCGTCGACCTATT-TGGAGAAAGAGGTCATGAAGCTATT)

：
的

DNA 片段大量複製。在 PCR 過程中，我們使用 Pfu polymerase 來增
加複製的正確性。然後，再將 PCR 放大的 DNA 片段選殖到 pCR
II-blunt vector，操作方法則按照內附的 protocol。最後，在 subcloning
之前，先做 DNA 定序分析，以確定所得到的 DNA 片段。

3. DNA 的瓊脂醣凝膠電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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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 TBE buffer
(5.4 g Tris base，2.75 g Boric acid，20 ml 0.5 M EDTA, pH 8.0，H2O 加
至 1 L)
10 mg/ml Ethidium Bromide (20000X)
(0.5 g Ethidium Bromide，H2O 加至 50 ml)
DNA gel-loading buffer (6X)
(0.125 g Bromophenol Blue， 0.125 g Xylene Cyanol FF， 15 ml
Glyce-rol，H2O 加 35 ml)

現今的 DNA 電泳幾乎均以瓊脂醣 (agarose) 為電泳支持物，其主要
原因為：瓊脂醣是由半乳糖及其衍生物構成的中性物質，不帶電荷，
因此不會與某些蛋白質作用而影響電泳速度及分離效果。其方式為：
利用微波爐加熱含有 1 % agarose 的 TBE buffer，待其滾沸拿出；待
其稍微冷卻加入 ethidium bromide (0.5 µg/ml)，混合均勻後倒入水平
電泳凝膠模型中，並應避免氣泡的產生。凝固後，倒入 0.5X TBE buffer
於電泳槽中，並使 buffer 液面微微淹過膠面。將 DNA 樣品與 6X DNA
gel-loading buffer 混合均勻後，注入 agarose gel 的樣品凹槽 (記得要
放入 DNA marker)。將電源接上 (負極接近 agarose gel 的樣品凹槽)，
利用 60 伏特的電壓進行 DNA 電泳。跑完電泳後，把 agarose gel 放
置於紫外光照相設備上觀察，並利用照相系統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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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NA 定序分析
準 備 樣 品 (PCR product 或是 plasmid ； PCR product 須 經 PCR
purifi-cation kit 做純化，而抽出來的 plasmid 則不需要)，利用 ABI
PRISM® BigDye™ Terminator Cycle Sequencing Kit version 2.0 經 PCR
機器去做 DNA 序列的螢光標定反應 (cycle sequencing)。經 ABI
PRISM® 377 DNA Sequencer 自動序列判讀後，便可以將所得到的序
列 結 果 上 網 與 NCBI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的資料庫做一比較，便知道 clone 所得到的 DNA 片段是
否正確。

5. 在大腸桿菌中表現並純化重組的 endostatin
NETN buffer
(20 mM Tris-HCl, pH 8.0，100 mM NaCl，1 mM EDTA，0.5 % NP-40)
Elution buffer
(100 mM Tris-HCl, pH 8.0，120 mM NaCl，20 mM Glutathione (61.46
mg/10 ml))
我 們 設 計 兩 種 表 現 recombinant endostatin 的 E. coli expression
constructs：一種為含有 6X His-tag — pET15b，另一種則帶有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GST)-- pGEX-2TKcs；將 endostatin 的 DNA 片段分別接
至這兩種 plasmid 中，再送入 BL21 (host cell) 中使其表現。先取 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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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 LB 並將菌液 (GST-endostatin/BL21) 10 ml加入，將其置於 37 ℃
培養箱中培養；待其 OD 值達到 0.5 ~ 0.8 之間，加入 IPTG (100 uM) 後
將菌液至於 30 ℃的培養箱中 3 ~ 4 小時，然後利用高速離心機，5000
rpm、5 min 收取 pellet。之後加入 35 ml NETN buffer 將 pellet 重新混
勻，並加入 lysozyme (0.5 mg/µl)，再利用 French Press 將其打碎；最
後利用高速離心機，9000rpm、10 min 收取上清液。
取 2 ml 50 % 的 Glutathione Sepharose 4B (Pharmacia)加入上清液中，
並置於 4 ℃冷房中搖晃 30 min。之後將此混合液倒入 column tube
中，並用 NETN buffer 清洗四次，接下來便可加入 6 ml 的 elution
buffer，將 GST-endostatin (fusion protein) 溶出。

6. 蛋白質濃度分析
配製 RIPA buffer
(50 mM Tris-HCl, pH 7.4，1 % NP-40，0.25 % Sodium deoxycholate，
150 mM NaCl，1 mM EGTA，1 mM PMSF，1 µg/ml aprotinin，1 µg/ml
leupeptin，1 µg/ml pepstatin，1 mM Na3 VO4 ，1 mM NaF) freshly
prepared !!
cell pellet 用 PBS 先洗一次，再加入適當量 (10 cm petri dish 收下來的
細胞加入 1 ml) 的 RIPA，vortex，12000 rpm 離心 5 分鐘，取上清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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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新的 eppendorf 中，此即為待測蛋白質。
將 Coomassie Plus Protein Assay Reagent 加入 96 well plate 的 well (150
µl/well) 中；再依照 Bradford method，將 Albumin standard 稀釋成一
連串不同的標準蛋白質濃度並放入 96 well plate 的 well (5 µl/well)
中，並在其它 well 放入準備好的待測蛋白質。之後用 ELISA reader
(Dynex MRX, U.S.A.) 去讀取波長 595 nm 的吸光值，畫出標準蛋白質
濃度對應的吸光值曲線，便可以得到待測蛋白質的濃度。

7. 蛋白質電泳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SDS-PAGE
10 % Resolution gel (lower)
(7.15 ml H2O，3.75 ml 40 % Acrylamide/Bis，3.8 ml 1.5 M Tris, pH 8.8，
0.15 ml 10 % SDS，0.15 ml 10 % Ammonium Persulfate，12 µl TEMED)
5 % Stacking gel (upper)
(2.92 ml H2O，0.5 ml 40 % Acrylamide/Bis，0.5 ml 1.0 M Tris, pH 6.8，
0.04 ml 10 % SDS，0.04 ml 10 % Ammonium Persulfate，4 µl TEMED)
Stain solution
(3.5 g Coomassie Blue R-250，250 ml Isopropanol，75 ml Acetic acid，
450 ml H2O)
Destain solution
(100 ml Methanol，140 ml Acetic acid，H2O 加至 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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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X SDS gel-loading buffer
(250 mM Tris-HCl, pH 6.8，5 g SDS，0.25 g Bromophenol blue，25 ml
Glycerol)
1X Tank buffer (Running buffer)
(12 g Tris，57.6 g Glycine，20 ml 20 % SDS，H2O 加至 4 L)
SDS-PAGE

(Sodium

Dodecyl

Sulfate-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為一個初步分析蛋白質分子量及大小的方法。先將
電泳裝置裝好；再依照 Molecular Cloning 上的配方，配製 resolution gel
及 stacking gel。先將 resolution gel 注入，待其凝固後再裝上凹槽成形
器，並小心注入 staking gel 且應避免氣泡的產生。待 staking gel 凝固
後，抽掉凹槽成形器，注入 running buffer 於電泳槽中。待測的蛋白
質樣品先與 5X SDS gel-loading buffer 混合均勻，95 ℃加熱 5 分鐘；
10000 rpm 離心 5 分鐘，取上清液注入上層凝膠的凹槽中。接著蓋上
電泳槽的蓋子 (樣品應從負極至正極)，先用 0.03 安培跑完 staking
gel，再用 0.06 安培跑完 resolution gel。之後將 gel 取下並放入 stain
solution 中 1~2 小時；再用 destain buffer 退染，4~8 小時；最後放入
ddH2O 中。1~2 天後，用 Cellophane 將其製成乾膠，以便永久保存。

8. 西方墨點法 (Western Blotting)
Transfer buffer
(9.68 g Tris-base，45.04 g Glycine，800 ml Methanol，H2O 加至 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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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ST buffer
(10 mM Tris, pH 7.5，100 mM NaCl，0.1 % Tween 20)
Stripping buffer
(62.5 mM Tris, pH 6.8，2 % SDS，100 mM β-mercaptoepthanol)

先將 PVDF (polyvinylidene difluoride) membrane 用 methanol 處理 1~3
秒，接著用水浸泡 2 分鐘，最後用 transfer buffer 浸泡數分鐘；再將
跑完 SDS-PAGE 蛋白質電泳後的 gel 取下，並將 gel 平放在 3M 濾紙
上，再把已處理過的 PVDF paper 蓋上，最後再蓋上一張 3M 濾紙；
接著在濾紙兩側放置海綿墊，放進卡夾中並放入 transfer tank。Transfer
的方向由負極傳向正極，所以 gel 要靠近負極而 PVDF paper 要靠近
正極。0.2 安培放置 1 小時，之後將 PVDF paper 取出，放入含有 5 %
牛奶的 TBST 中 1 小時，做 Blocking 處理。之後用 TBST 清洗 PVDF
paper 四次，再將 PVDF paper 放入含有一級抗體的 5 %牛奶的 TBST
中 1 小時。而後再用 TBST 清洗 PVDF paper 四次，再將 PVDF paper
放入含有二級抗體的 5 %牛奶的 TBST 中 30 分鐘。最後將 PVDF paper
拿出，TBST 清洗四次後，用 ECL Plus kit 去做 detection。因為 ECL Plus
kit 會發出螢光，故可以用傳統壓片的方法或是利用 FLA 2000 (FUJI,
Tokyo, Japan) 來得到結果。之後可將 PVDF paper 放置於 20 ml 的
stripping buffer，60 ℃，30 分鐘 2 次；再用 TBST buffer 清洗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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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以再重新用別得一級抗體染色。

9. 產生 endostatin 的抗體
將純化後的重組 endostatin 注射兔子以產生抗體。在 immunization 之
前，先將 antigen (0.1 ~ 0.2 mg of His-tagged or GST-fusion endostatin
recombinant protein) 和 complete adjuvant 充 分 混 合 (約 100 µg
endo-statin 與 complete adjuvant 1 : 1 混合)，再經由皮下注射進入兔
子。此後每隔 2 ~ 3 星期注射一次 (約 100 µg endostatin 與 incomplete
adjuvant 1 : 1 混合)。在第四次注射之後，從兔子的耳朵收集血液；利
用西方墨點法 (western blotting) 去做確認。

10.

細胞培養

DMEM medium
(1 包 DMEM powder，3.7 g NaHCO3，H2O 加至 1L) è 調整 pH 值至
7.2
EA.hy926 Cell Line

EA.hy926 為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 (HUVEC) 與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 (A549) 之雜交 (hybrid) 細
胞株。EA.hy926 cell 表現 Factor VIII-related antigen 與原始的內皮細
胞 (primary endothelial cell) 具有相似的特性，且較原始的內皮細胞
容易培養並穩定延續。EA.hy926 cell 培養在含 10 % fetal calf serum
(FCS)，HAT，2 mM glutamine，100 mg/ml streptomycin 和 100 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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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icillin 的 DMEM medium 中，放置於 37 ℃，5 % CO2 的培養箱中
培養。
NIH 3T3 Cell Line

NIH 3T3 為 Swiss mouse embryo 的纖維母細胞，

一般將其培養在含 10 % fetal calf serum (FCS)，2 mM glutamine，100
mg/ml streptomycin 和 100 U/ml penicillin 的 DMEM medium 中，放置
於 37 ℃，5 % CO2 的培養箱中培養。
Lewis Lung Carcinoma (LL-2) Cell Line

LL-2 為老鼠的肺癌細胞，

一般將其培養在含 10 % fetal calf serum (FCS)，2 mM glutamine，100
mg/ml streptomycin 和 100 U/ml penicillin 的 DMEM medium 中，放置
於 37 ℃，5 % CO2 的培養箱中培養。

11.

細胞數目之測定

0.04 % Trypan blue (10X)
(0.4 g Trypan blue，100 ml PBS)
PBS (10X)
(80 g NaCl，14.4 g Na2HPO4，2.4 g KH2PO4，H2O 加至 1 L)

細胞用 trypsin-EDTA 自 petri dish trypsinization 後，將其收至 15 ml
離心管中；用 2000 rpm 離心 5 分鐘並將上清液吸掉。再加入適當量
的 DMEM，混合均勻使形成細胞懸浮液。取 20 µL 細胞懸浮液並加
入等體積的 0.04 % trypan blue，使其混合均勻並放適量的混合液於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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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計數器上，於倒立顯微鏡下觀察細胞；Trypan blue 無法進入活細胞
的細胞質，因此要計算發出亮光的細胞。
細胞數目 =

12.

4大格細胞總數
×10 4 × 2 × 細胞懸浮液總體積
4

蛋白質功能分析
i.) In vitro
a.) 細胞增生分析

在 96-well plate 中的每個 well 放入 100 µl medium (內含 5×103 個
EA.hy926 cell)。24 小時後，加入不同濃度的測試物質(GST-endostatin
及 GST) 於每個 well (每個濃度做 triplication test) 做處理，之後將
96-well plate 置於 37 ℃培養箱中繼續培養 48 小時。屆時，加入 10 µL
WST-1 於每個 well 中，並放回 37 ℃培養箱中繼續培養。因存活細
胞 內 的 粒 線 體 中 ， 具 有 能 將

WST-1

(4-

【 3-(4-lodophenyl)-2-(4-nitrophenyl)-2H-5-tetrazolio 】 -1.3-benzene
disulfonate) 分解為 formazan 的呼吸鏈酵素 (圖八)。而 formazan 可使
特定波長下的吸光值增加；所以經過 30 分鐘，1 小時及 2 小時後，
利用 ELISA reader (Dynex MRX, U.S.A.) 去讀取這三個時間的波長
450 nm、修正波長 690 nm 之吸光值，由 BioLinx 軟體 (Dynex MRX,
U.S.A.) 記錄並計算各組之數據資料。因淨吸光值 (A450-A690) 與存活
的細胞數目有正相關之線性關係，故可以用來定量存活細胞之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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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經過 GST-endostatin 處理過的細胞，其 proliferation rate 是否受到
影響，便可以得知。
ii.) In vivo
a.)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 assay (CAM assay)
取二組剛受精的雞蛋並置於 37 ℃的培養箱中。在第 8 天，先觀察其
氣室（sac）的位置，然後在氣室的上方及其 90 度的側邊各打一小孔；
再利用吸球於氣室上方的小孔吸氣，使其形成人造氣室 (artificial
sac)。利用針筒將欲測試物質注入其中 (GST-endostatin 及 GST) 再將
此二洞口用膠帶封起來。在第 10 天，將人造氣室 (artificial sac) 上方
洞口重新打開，用解剖顯微鏡觀察尿囊絨毛膜上血管增生的情形。
b.) Lewis Lung Carcinoma in BL57/6 animal model
取約 2 個月大的 BL57/6 mice，在背部的皮下注入 LL-2 (5×105 個細
胞) 細胞。待其腫瘤體積約為 100-200 mm3 時 (大約 7-10 天後)，開
始注射 GST-endostatin (約每星期注射一次) 並測量腫瘤體積的變化。
B. Mechanism
1. 流式細胞儀分析細胞週期之變化
Stain solution
(695 µl PBS，100 µl 10 % Triton X-100，200 µl 100 µg/ml Propidium
iodide，5 µl 20 mg/ml Rnase)

Propidium iodide 為一種特殊的染劑，能嵌入雙鏈 DNA 及 RNA 的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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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對 (base pair) 中，但其本身無法通過細胞膜，故須先用 70 % 酒精
固定細胞。再利用 Triton X-100 將細胞膜打洞，使 propidium iodide
能進入細胞中與 DNA 結合；並利用 RNase 清除細胞內的 RNA，以
避免 propidium iodide 與其結合，干擾正確的測試結果。懸浮在溶液
裡的待測細胞，在依序被送往測試區時，流式細胞儀中的藍光氬離子
雷射會對細胞進行掃描，在波長 488 nm 的雷射光激發下，propidium
iodide 會發出 610-620 nm 的紅色螢光與散射光，經儀器接收後可進行
分析。
在細胞週期中，一個細胞所在的時期可藉其 DNA 的含量來決定，
G0/G1 時期的細胞有雙套染色體 (diploid, 2N)，G2/M 時期的細胞有四
套染色體 (tetraploid, 4N)，S 時期的細胞是屬於 DNA 合成時期，其
DNA 含量介於 G0/G1 與 G2/M 之間，若發生細胞凋亡，則在 G0 時期
之前會出現一 apoptotic peak。
將各組不同處理的 EA.hy926 cell (106 個細胞) 以 4 ℃的 PBS 清洗兩
次，離心、清除上清液後，以約 200 µl 之 4 0C PBS 將細胞打散，再
一滴滴地加 4 0C 之 70 % ethanol (3 ml) 於打散後之細胞混合液中，以
固定細胞 (置於 –20 ℃) 。於上機分析前，將已故定之細胞樣品以 4
0

C PBS 清洗，在離心之後儘量吸除上清液，最後加入 1 ml 室溫的 stain

solution。將細胞團塊均勻地打散，並置於暗處室溫下作用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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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以流式細胞儀分析細胞的 DNA 成份，再由 ModFit 軟體分析 DNA
曲線分布圖，並定量出 G0/G1 時期、S 時期、G2/M 時期細胞之百分比。
2. chemotaxis assay
此 assay 必須置於 48 well Boyden chambers (Neuro Probe, MD, U.S.A.)
中測試。先將 EA.hy926 cells 放入 6 well plate (1×106 cells/well) 中，
之後置於 37 ℃培養箱中 24 小時。再將其拿出來加入各種不同濃度
的待測物質 (GST-endostatin, GST) 做處理並放回 37 ℃培養箱中；48
小時後用 trypsin-EDTA 收下細胞，再將它溶於無血清培養液 (serum
free medium) 中。之後取出 50 µl 的細胞溶液 (2.5×105 cells/ml) 加入
Boyden chamber 上層的 chamber 中 (1.25×104 cells/chamber) ，每一種
處理過的 cells 均要做 triplicate。在下層的 chamber 中，每個 chamber
均放入 30 µl 的 NIH 3T3 conditioned medium (CM)，用來當作
chemoattractant；或放入含 0.1 % BSA 的 DMEM，當作 negative
control。然後將上下兩層合併在一起，中間隔著一層含有 0.005 %
gelatin 的 polycarbonate filter (8 µm pore size)。將其置於 37 ℃的培養
箱中，4 小時後拿出並用 methanol 來固定含有 0.005 % gelatin 的
polycarbonate filter (此時細胞已經開始由上層 migrate 至下層) 上的細
胞，再用 10 % 的 Giemsa 使細胞染色，1 小時；然後放在顯微鏡下觀
察一定範圍的細胞移動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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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MP-2 and MMP-9 SDS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zymography and activity)
10 % Resolution gel (lower)
(3.87 ml H2O，2.5 ml 40 % Acrylamide/Bis，2.5 ml 1.5 M Tris, pH 8.8，
0.5 ml 2 % Gelatin solution，0.1 ml 10 % SDS，0.05 ml 10 % Ammonium
Persulfate，6.25 µl TEMED)
5 % Stacking gel (upper)
(2.92 ml H2O，0.5 ml 40 % Acrylamide/Bis，0.5 ml 1.0 M Tris, pH 6.8，
0.04 ml 10 % SDS，0.04 ml 10 % Ammonium Persulfate，4 µl TEMED)
Wash buffer
(25 ml Triton X-100，975 ml H2O)
Reaction buffer
(40 mM Tris-HCl, pH 8.0，10 mM CaCl2，0.01 % NaN3)
Staining solution
(0.75 g Coomassie Blue R-250，250 ml Methanol，50 ml Acetic Acid，
H2O 加至 500 ml)
Destaining solution
(200 ml Methanol，100 ml Acetic acid，H2O 加至 1000 ml)

準備三盤 10 cm plate dish 的 EA.hy926，待其長至 80 %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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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um-free 的 medium 洗兩次。用 serum-free 的 medium 去培養這三盤
EA.hy926，其中一盤加入 GST-endostatin 做處理 (試驗組)，另外兩盤
中的一盤加入 GST 做處理，另一盤則不須加入任何東西 (均當作控
制組)，之後放入 37 ℃培養箱中繼續培養。48 hours 後收集這些
Conditioned Medium (CM)。10 % 的 SDS-PAGE，內含 0.1 % wt/vol
的 type A gelatin；取 20 µg CM 在上述含 gelatin 之 SDS-PAGE 中跑電
泳，之後用 wash buffer 洗兩次 (共 1 hour)，再加入 Reaction buffe 放
置 37 0C 恆溫箱中 12 小時。之後用 stain solution 染色 1 小時，最後
以 Destaining solution 退染，並觀察 gel 上 band 的位置與其強度。

4. Patch clamp (電生理測量)
Tyrode’s solution
(136.5 mM NaCl，5.4 mM KCl，1.8 mM CaCl2，0.53 mM MgCl2，5.5 mM
Glucose，5.5 mM Hepes-NaOH, pH 7.4)

含有 IP3 (inositol 1,4,5-triphosphate) 之 solution
(130 mM Cs-aspartate，20 mM CsCl，1 mM MgCl2，0.1 mM EGTA，3
mM Na2ATP，0.1 mM Na2GTP，10 µM IP3，Hepes-CsOH, pH 7.2)

以 patch clamp 實驗測量 GST-endostatin 對 EA.hy926 細胞膜離子通道
的影響。EA.hy926 細胞 trypsinization 後，取至含 Tyrode’s solutio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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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ber 中。將玻璃毛細管 (capillary tube; Kimble Kimax-51, U.S.A.)
以 electrode puller (Narishige PB-7, Japan) 製成 patch pipette，使 pipette
內充滿含有 IP3 (inositol 1,4,5-triphosphate) 之 solution，將 patch pipette
內置電極 (electrode) 後裝於 hydraulic micromanipulator (Narishige
WR-6, Japan) 前端，在倒立顯微鏡 (inverted phase-contrast microscope;
Nikon Diaphot-200, Japan) 物鏡下操作。以 pipette 尖端與單一細胞接
觸，並和細胞膜緊密接合後，將 pipette 內的細胞膜吸破；再以
programmable stimulator (Biologic SMP-311, France) 於 200 msec 的時
間內予 linear ramp 方式的電壓，由 digital stirage oscilloscope (Gould
model 1602, U.S.A.) 記錄電壓和電流的變化。

5. 細胞內鈣離子濃度測定
Normal buffer
(140 mM NaCl，5 mM KCl，1 mM MgCl2，2 mM CaCl2，10 mM Hepes，
5 mM Glucose, pH 7.4)
Ca2+-free buffer
(140 mM NaCl，5 mM KCl，1 mM MgCl2，1 mM EGTA，10 mM
Hepes，5 mM Glucose, pH 7.4)

EA.hy926 細胞 trypsinization 後進行細胞計數，將其溶於含有 1 µM
fura-2/AM (acetoxymethyl ester) 之無血清培養液 (serum free medium)
中 (1×106 cells/ml)，再將它放置再 37 ℃培養箱中 30 分鐘，使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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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入 fura-2/AM，再以 normal buffer 清洗掉多餘的 fura-2/AM。於實
驗進行前再將細胞清洗一次，以 normal buffer 將細胞濃度調整為 5×
106 cells/ml。
每次實驗取 Ca2+-free buffer 900 µl 以及上述之細胞懸服役 100 µl 加
至有攪拌子 (stirring bar) 的 cuvette 中。再持續攪拌下，由螢光光譜
儀 (spectrofluorophotometer; Shimadzu RF-5301PC, Japan) 測定激發
光 (excitation) 於波長 340 nm 及 380 nm、發射光 (emission) 於波長
510 nm 時的螢光強度 (圖二十二)，同時以 Super Ion Probe 軟體
(Shimadzu, Japan) 記錄數據資料。實驗結束前加入 0.1 % Triton X-100
以求得最大螢光強度 (Rmax)，及 20 mM EGTA 以求得最小螢光強度
(Rmin)，然後利用 Tsien’s 2-wavelength method (Grynkiewicz et al.,
1985) 計算鈣離子濃度。
Tsien’s 2-wavelength method：以 fura-2 為鈣離子的指示劑時，細胞內
鈣離子濃度之換算公式如下：

【Ｃa2+】I = Kd × 【（R-Rmin）/（Rmax-R）】× （Sf2-Sb2）

Kd 為 fura-2 與鈣離子之解離常數，於 25 ℃時之 Kd 值約為 155 nM；
Ｒ值為同一時間點波長 340 nm 及 380 nm 之螢光強度比 (ratio)；Rmax
為加入 0.1 % Triton X-100 時最大螢光強度比值；Rmin 為加入 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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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TA 時所得之最小螢光強度比值；Sf2 及 Sb2 分別為加入 Triton
X-100 和 EGTA 時，波長 380 nm 之螢光強度值。

6. 細胞內外 ATP 含量的變化
將處理過的 cell pellet 及 condition medium (CM) 分別收下，再利用
ATP Bioluminescence Assay Kit HS II 去測試細胞內及 condition
medium 中 ATP 含量的變化。先將 kit 內附的 ATP standard reagent 做
一 連 串 的 稀 釋 ， 再 將 luciferase reagent 加 入 ； 利 用 microplate
luminometer (EG&G Berthold LB 96 V) 偵測其冷光值並做出與 ATP
濃度的對照曲線圖。再 將 luciferase reagent 加 入 sample 中 ， 經
microplate luminometer 測出的冷光值與標準曲線圖對照，便可以得知
其 ATP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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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 Cloning,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of

fusion

protein

(GST-endostatin) 及測試其抑制效果
合成產量較高，且具抑制效果的 fusion protein (GST-endostatin)

由於血管增生與癌症細胞的成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Zetter,
1998)，因此如果能找到一種抑制血管生成的物質，並且將它應用於
癌症病患的治療，這應該會是一個副作用最少的治療方式。

Endostatin 為 collagen XVIII 的 C-terminal 端 184 個氨基酸 (圖
二)，是一種抑制血管生成的物質。報導指出 (O'Reilly et al., 1997)，
His-tagged endostatin 在 E.coli 表現之蛋白質並不溶於水，經 re-folding
之後，產率大約為 0.3 ~ 0.4 mg/liter。動物實驗中，每隻老鼠每天約
需注射 ~ 200 µg 的 endostatin；如果依目前蛋白質的產率，要得到足
夠蛋白質的量去做完一組動物療程，可能仍是件不容易的事。因此我
們首先要問的是：是否有辦法增加其蛋白質產量？

由 於 肝 臟 是 含 有 collagen XVIII 的 主 要 器 官 (Rehn and
Pihlajaniemi, 1994)，因此我們先從 mice 肝臟抽取純化的 RNA。根據
(Oh et al., 1994) 已發表的 collagen XVIII 序列設計一對 primer，利用
RT-PCR 的技術將此段 DNA 夾出；經過 DNA 電泳 (圖三) 與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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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序分析 (圖四)，確定所得到的 DNA 序列與所發表的 endostatin 序
列完全相同。

我們將此 DNA 片段送入帶有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GST)的
plasmid (pGEX-2TKcs)，並將它送入 BL-21 host cell 中表現，經 GST
Sepharose 4B 親和性管柱純化後得到 fusion protein (圖五)。以蛋白質
電泳分析所得之 GST-endostatin 在 SDS-PAGE 分子量約為 46 kDa，
而在無 SDS 情況下形成聚合分子 (圖六)；且其產量也由報導的
0.3-0.4 mg/l，提昇至大約 1.5 mg/l (如果利用發酵槽，產量更可以提高
5 倍以上 )。初步已達到我們所希望的目標--提高產量，增加水溶性。

為測試新得到的 GST-endostatin 是否具有抑制血管新生的功
效：首先便以 EA.hy926 細胞株為測試對象，因為 EA.hy926 cell 能表
現 Factor VIII-related antigen 與原始的內皮細胞 (primary endothelial
cell) 具有相似的特性，且較原始的內皮細胞容易培養並穩定延續。
先將 EA.hy926 細胞培養在 6 well 的培養盤中，待其長到九成滿，再
放入三種不同的 GST-endostatin 濃度 (10 µg/ml、1 µg/ml、0.1 µg/ml)，
以同樣濃度的 GST 濃度當作對照組；經過 48 小時後，我們可以發現：
GST 對內皮細胞的形態無顯著效應，而 GST-endostatin 處理的細胞，
隨濃度增高，細胞有顯著變形 (0.1 µg/ml)，脫落 (1 µg/ml)，甚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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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10 µg/ml) 之現象 (圖八)。

近一步探討 GST-endostatin 對細胞的生長速率產生之影響：我
們先將同樣的細胞株植入 5×103 個細胞於 96 well 的培養盤中，隔天
再用不同濃度的 GST-endostatin (或 GST) 處理；經過 48 小時後加入
WST-1 ， 利 用 ELISA reader 去 測 其 析 光 值 ， 結 果 發 現 ： 經
GST-endostatin 處理的細胞，隨處理的濃度增高，其細胞的生長速率
被抑制的愈嚴重，而經 GST 處理的對照組，則沒有任何抑制效果 (圖
九)。

由 GST-endostatin 對內皮細胞形態及對細胞的生長速率之效
應，我們可以確定：由初步形態分析顯示 GST-endostatin 對內皮細胞
具抑制效應。由於對照組 GST 蛋白對細胞無任何效應，證實抑制作
用主要來自於 endostatin。我們所合成的 GST-endostatin 仍具有其原
始的抑制功能。

雖然在體外 (in vitro) 的實驗中，我們可以證明 GST-endostatin
有 抑 制 效 能 ， 我 們 進 一 步 探 討 體 內 (in vivo) 的 實 驗 中 ，
GST-endostatin 是否能夠發揮它的抑制功能。於是我們設計兩種實驗
來 測 試 ： CAM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 評 估 新 生 血 管 生 成
(neovascularization) 及在 Lewis Lung Carcinoma，BL57/6 mice 做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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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iogenesis 的抑制實驗。

授精雞蛋之絨毛尿囊膜上有很多的血管增生現象，因此常被用
來做為體內血管增生的動物模式。我們先在授精雞蛋內部製造人工氣
室 (artificial sac) ，讓絨毛尿囊膜與蛋殼分離，再把 GST-endostatin
與對照 GST 蛋白質注入 (200 µg/egg)；48 小時後觀察絨毛膜表面血
管增生則可以發現：在 GST-endostatin 因為絨毛尿囊膜上的血管增生
被抑制而導致死亡的雞胚，有 62.5 % (16 顆裡面佔 10 顆)，而對照組
的 GST 只有 6.25 % (16 顆裡面佔 1 顆) (圖十、十一)。

另一個實驗 (圖十二)，則是在 BL57/6 mice 的皮下注入 5×105
個 Lewis Lung Carcinoma 細胞，利用這個 model，我們可以用來模擬
實際的腫瘤血管增生 (tumor angiogenesis) 之狀態。注入 Lewis Lung
Carcinoma 細胞 7 ~ 10 天後，在注入位置的皮下形成腫瘤 (~200
mm3)；我們在腫瘤形成後的第 1 天、第 6 天及第 17 天 (約每星期注
射一次) 分別注入 GST-endostatin (100 µg/mice)，然後與注射 GST 的
對照組及注射 PBS 的控制組做比較，觀察腫瘤大小的變化與老鼠存
活的情形。結果發現：在開始做治療後的第 21 天做比較，注射
GST-endostatin 實驗組的老鼠腫瘤平均體積，要遠比注射 GST 的對照
組 及 注 射 PBS 的控制組平均腫瘤體積小。 其 中 實 驗 組 (注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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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T-endostatin) 中，有兩隻老鼠的腫瘤有明顯的變小，其中一隻甚
至消失不見。

由 in vitro 與 in vivo 的實驗結果比較，我們證明 GST-endostatin
具有抑制血管生成的功能。

二. GST-endostatin 造成內皮細胞死亡的機制
GST-endostatin 造 成 細 胞 死 亡 而 且 也 會 抑 制 內 皮 細 胞 的
migration。當 內 皮 細 胞 外 鈣 離 子 進 入 細 胞 後 ， 會 促 使 細 胞 膜 上
Bkca channel 活動，進而使鉀離子排出細胞外，而使細胞內部的
ATP 含量降低。

經由流式細胞儀分析經過 GST-endostatin 處理後的細胞發現，
sub G 0 的細胞週期百分比明顯上升，這與因 apoptosis 死亡所分析出來
的細胞週期分佈結果類似；而在經同樣濃度 GST 處理的細胞或未經
任何處理的細胞，則無明顯變化 (圖十三)。GST-endostatin 會造成細
胞的死亡，而其誘發之機轉為目前 anti-angiogenesis 相關研究之熱門
話題。

接著，我們想知道的是：GST-endostatin 既然能抑制內皮細胞
的生長，它是否也能抑制內皮細胞的轉移 (migration) 現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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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 Boyden chamber (圖十四)，我們將處理過的細胞置於上層
chamber 中，而將 chemoattractant 置於下層的 chamber 中，然後在上、
下層 chamber 中間放入一張 polycarbonate filter，再將 chamber 放在
37 ℃的培養箱中；4 小時後，再把整張 polycarbonate filter 用 Giemsa
染色，觀察 migration 的細胞數目。經 GST-endostatin 處理的細胞，
處理的濃度愈高，其 migration 的細胞數目愈少，GST 處理的對照組，
則沒有任何抑制效果發生 (圖十五、十六)。

既然 GST-endostatin 會對細胞的 migration 產生影響，而細胞的
migration 又與細胞所分泌的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MMPs) 有關，
其 中 又 以 與 MMP-2 及 MMP-9 關 係 最 為 密 切 。 因此我們研究
GST-endostatin 是否對 MMP-2 及 MMP-9 的釋放產生影響？

結果發現：經過 10 µg/ml GST-endostatin 處理過的細胞，其
MMP-2 及 MMP-9 的 分 泌 量 均 會 明 顯 減 少 ， 而 經 由 其 他
GST-endostatin 濃度處理的實驗組、GST 處理的對照組或是未經處理
的控制組，其 MMP-2 及 MMP-9 的分泌量均沒有明顯變化 (圖十七)。

而在觀察細胞型態變化的實驗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在
把 10 µg/ml 的 GST-endostatin 加入時，可以觀察到在加入點附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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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形態迅速變化。我們因此假設：GST-endostatin 誘發細胞的死亡
可能經由影響細胞膜上離子通道 (ion channel) 的活動導致的結果。
為此，我們研究 GST-endostatin 加入後對細胞膜上一些離子通道活動
的情形。

在細胞內鈣離子濃度測定的試驗中，我們發現：若細胞處於含
有鈣離子的培養液中，細胞內鈣離子的變化會隨著加入
GST-endostatin 劑量的升高而變大；但是在同樣的培養液中，若是用
GST 來處理細胞，則不會有此現象產生 (圖二十二)。

這時，我們所產生的疑問是：那這些胞內鈣離子濃度的變化，
究竟是因為細胞膜上鈣離子通道的活動而引起，還是因為細胞內部一
些離子的釋放所造成？

實驗結果指出：在含有鈣離子的培養液中，加入 GST-endostatin
會使細胞內的 fura-2/AM 螢光強度產生變化，而加入相同劑量的 GST
則不會有任何反應 (圖二十三)。而在不含鈣離子的培養液中，加入
GST-endostatin 或是 GST，均不會使細胞內的 fura-2/AM 螢光強度產
生變化 (圖二十三)。這個結果告訴我們：細胞內 fura-2/AM 螢光強度
產生變化，確實是由細胞外的鈣離子，因細胞膜上的鈣離子通道活動
而進入細胞內；而不是細胞內自發性螢光效應 (auto-fluorescence)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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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

當細胞內鈣離子增加後，細胞為存活以及本身的電荷平衡，勢
必會有一些其它離子被排出至細胞外。Bkca ion channel 為細胞膜上
的鉀離子排出管道，這個離子通道的活動與鈣離子的進入及鉀離子的
排出有直接的關係；而測試 Bkca channel 活動的最佳辦法，便是利用
Patch-Clamp。Patch-Clamp 能利用 micropipette 擷取細胞膜上含有離
子通道的小塊細胞膜，並進而測得因離子經過此細胞膜上離子通道所
造成的電流變化 (圖二十四)。因此利用 Patch-Clamp，我們可以記錄
當內皮細胞受 endostatin 處理後，細胞內的鉀離子是否會因為細胞內
鈣離子的增加而有所變化。

利 用 Patch-Clamp 的技術，我們看到：當 5 µg/ml 濃 度 的
GST-endostatin 加入後，其內皮細胞上特有的 Bkca channel 活動的頻
率會有顯著的增加而對照組則無此效應 (圖二十五)，這代表可能是
因為某些離子的進入，細胞為取得胞內電位的平衡，因此必須將鉀離
子送至胞外；因而導致 Bkca channel 開啟的頻率持續增加 (圖二十
六)。而這個受 GST-endostatin 刺激而活動的 Bkca channel，並不會受
到細胞膜上電壓的改變而影響 (圖二十七)。

Angiostatin 對內皮細胞作用與 endostatin 相似，兩者均能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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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tro 與 in vivo 血管生成。最近報導指出 angiostatin 經由與細胞膜
之 ATP synthase 作用而抑制內皮細胞 ATP 之合成；在所有細胞中，
內皮細胞對 ATP 需求最大！故我們也研究 endostatin 對內皮細胞 ATP
生成之影響。ATP 生成主要經由粒線體呼吸鏈而形成，但是前面
WST-1 assay 的結果顯示：endostatin 能抑制內皮細胞之呼吸鏈活性。

而以 luciferase assay 能靈敏偵測細胞內 ATP 生成之變化，利用
microplate luminometer，我們可以得知：與 GST 處理的細胞比較，經
GST-endostatin 處理的細胞，其 ATP 含量均明顯減少。顯示細胞膜上
離子通道的活動，確實會減少細胞內 ATP 的生成 (圖二十八)。

在此，我們已經知道，GST-endostatin 會導致細胞外的鈣離子
經 Bkca channel 進入細胞內，因而造成細胞死亡。那如果把細胞外的
鈣離子除去，或是把鈣離子通道封閉，是否就能增加被 GST-endostatin
處理過細胞的存活率呢？

EGTA 和 Quin-2/Am 均為鈣離子的 chelating agent；我們發現：
如果在細胞的培養液中加入 chelating agent 除去細胞外的鈣離子，再
用 GST-endostatin 處理細胞，GST-endostatin 的抑制效應會隨著加入
的 chelating agent 濃度的增加而減少 (圖二十九、三十)。Nifedipine
為鈣離子通道的 blocker；當我們先將它加入細胞培養液中，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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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T-endostatin 處理細胞，發現 GST-endostatin 的抑制效應一樣會隨
著 Nifedipine 加入濃度的增加而減少 (圖三十一)。以上這三種測試
中，我們可以發現：對用 GST 處理的細胞，則無太大的影響。

這個結果告訴我們，如果把細胞外的鈣離子除去，又或是把鈣
離子通道關閉，都可以幫助內皮細胞對抗 GST-endostatin，進而存活
下來。由這三個實驗，我們的確證明：Endostatin 引發之細胞內鈣離
子濃度上升，至少在其抑制機轉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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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在 許 多 的 研 究 中 均 指 出 ， 癌 症 的 生 長 (growth) 與 轉 移
(metastasis) 與 血 管 的 生 成 (angiogenesis) 均 有 密 不 可 分 的關 係
(Dachs and Chaplin, 1998; Gastl et al., 1997)。而血管生成的現象，一般
均只發生在胎兒發育時期；在成人時期，此現象幾乎完全是停止看不
見的，除在受傷、傷口正在復原的地方會看見 (McNamara et al.,
1998)。而與血管生成最密切相關的細胞 — 內皮細胞，還算是一種穩
定的細胞 (內皮細胞的突變率比起腫瘤細胞要小的多)；基本上，一
顆內皮細胞大約可以供給 10 顆腫瘤細胞生存所需的氧氣及養分。因
此，如果我們能利用抑制血管的生成來抑制腫瘤的發育，不止可以有
效地抑制腫瘤的發展，也不至於因為治療而導致腫瘤細胞『抗藥性』
的出現，這點對於癌症病患而言，是很重要的。現今癌症病患的治療，
往往都是因為『抗藥性』的出現，而導致需要做全身性或局部性的化
學治療，因此就很容易對不是腫瘤細胞的部份造成傷害 (Kerbel,
1997)。

Endostatin 是 1997 年才被發表的抗血管生成蛋白質，是 collagen
XVIII 之 C-terminal 的 184 氨基酸 (圖二)，它對內皮細胞有非常專一
的抑制性。而我們重新設計的 GST fusion endostatin ， 在 E.coli
expression system 中則可以得到大量 refolded form 的 GST-endost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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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T-endostatin 在水溶性與效應上均優於 His-tagged form，原因可能
與 GST fusion 後增加其水溶性與促進蛋白質 folding 有關。

經過我們重新設計及表現的 GST-endostatin，其分子量大小約
為 46 kDa，但是在 SDS-PAGE 蛋白質電泳膠上，我們卻發現其位置
與 marker 互相比較，卻略大於 46 kDa；我們認為有兩個原因可以用
來解釋這個現象：第一，我們用的 marker 是 prestain marker，因此有
可能產生些微的誤差。第二，在 endostatin 之 N-terminal 端有一個 Zn2+
的結合區；因此，有可能是蛋白質本身所帶的正電性較強，且蛋白質
電泳的電流方向是從負極到正極，所以會造成蛋白質位置的誤差。

而在不含 SDS 之 native gel 最上方的位置，我們可以看見唯一
的 band，我們懷疑它是由於蛋白質本身的聚合 (形成 dimer 或形成
polymer) 所造成的現象，因為 native gel 及其 running buffer 中並不含
SDS ， 所 以 不 會 破 會 蛋 白 質 的 鍵 結 構 造 ； 因 此 在 膠 上 就 看 見
GST-endostatin 因分子量太大 (聚合所造成) 而無法進入 resolution
gel 。 而 在 含 有 β-mercaptoepthanol 的 SDS-PAGE 中 ， 因 為
β-mercaptoepthanol 會把蛋白質的一些雙硫鍵打斷，所以我們期望會
看見很漂亮的單一條 band；但是結果卻仍然有好幾條 band 出現，因
此我們認為：GST-endostatin 可能由含有不只雙硫鍵的鍵結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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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在 GST-endostatin 對細胞增生抑制的實驗中 (圖九)，我們也發
現 IC50 由報導的 50 nM 下降至 21.7 nM，抑制效能明顯地提昇兩倍。
可能是因為 endostatin 的 N-terminal 與 GST 結合，因而造成整個蛋白
質結構的改變，進而增強抑制效用。

而在老鼠的動物實驗中，雖然經 GST-endostatin 治療過的整組
腫瘤體積平均值要比用 GST 或 PBS 治療的平均值要小，但是效果不
如 Folkman 在 1997 年 Nature 上所發表的結果。最主要的原因為：
Folkman 的實驗老鼠，其療程是每天進行，但是在本實驗中，其療程
卻是大約每星期才進行一次；因此兩者的實驗結果才會有如此的差
異。而每一組實驗動物，其個體腫瘤體積會有如此大的差別，雖然有
可能是老鼠的個體差異，但是，我認為是因為在治療過程時，注射完
畢後將針頭拔出時，其注射的藥劑是否同時也跟隨洩漏出來的關係；
而且開始治療時，每一隻老鼠身上的腫瘤大小也不儘相同，在 1999
年 也 有 報 告 指 出 (Bergers et al., 1999) ， 在 不 同 的 時 期 注 射
endostatin，其抑制效果也會有明顯的不同，由我們的實驗中也可以得
到相同結果的映證。雖說有個體間的差異性，但是整組的平均結果仍
然是令我們感到非常興奮的；但是最令我感到興奮的是：接受

54

GST-endostatin 治療的老鼠中，有兩隻老鼠的腫瘤是逐漸變小的，而
其中一隻的腫瘤甚至完全消失不見 (在對照組中則無此現象)。

這些在 in vitro 或是 in vivo 的結果，顯示我們製造合成的
GST-endostatin 能對內皮細胞的生長造成抑制，這點與用 yeast pichia
system (Dhanabal et al., 1999) 或 mammaliam system (Sasaki et al.,
1999; Yamaguchi et al., 1999) 得到之 endostatin 所做的結果十分相
近，且其抑制功能甚至已經比原先報導之 His-tagged endostatin 還強。

而在細胞流式分析儀所得到的資料 (圖十三 ) 顯示 ，經 過
GST-endostatin 處理的細胞，其 sub G 0 所佔的細胞週期百分比會明顯
的增加，顯示 GST-endostatin 可能引發內皮細胞凋亡，這與先前已報
導過的結果相符 (Dhanabal et al., 1999; O'Reilly et al., 1997)。

GST-endostatin 對內皮細胞 migration 的抑制，卻是非常明顯的
(在 2.1 nM 就可以看出作用)。在 GST-endostatin 對內皮細胞 MMPs
釋放影響的實驗中，在經 10 µg/ml GST-endostatin 處理的 sample，其
band 顏色明顯變淡，但這極有可能是因為 48 小時後，經 10 µg/ml 的
GST-endostatin 處理的細胞均已死亡 (圖八)，因此會造成 MMPs 分泌
的減少 (圖十七)。而且在 1 µg/ml 濃度時，GST-endostatin 能有效抑
制細胞移動（圖十六）
，但在相同濃度時 MMPs 表現則無明顯變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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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但是其抑制的機轉，初步則排除與內皮細胞 MMPs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釋放有關

經由連續性的觀察經 GST-endostatin 處理過的細胞型態變化，
發現在 10 µg/ml 處理時，在加入 GST-endostatin 10 分鐘內，即可以
看到細胞的變化：細胞變圓變大，細胞內的 vacuole 也逐漸增加；加
入 24 小時後，細胞漲到最大，胞內有許多的 apoptotic body；加入 48
小時後，細胞破裂，呈現死亡狀態 (圖十八、十九、二十)。因此我
們猜測 endostatin 引發細胞膜上一些離子通道的變化，進而造成細胞
死亡。而在 patch clamp 與細胞內鈣離子濃度的變化的實驗中，我們
的確發現：GST-endostatin 造成大量細胞外的鈣離子進入細胞內，進
而刺激細胞膜上 Bkca channel 的持續性活動，因而把細胞內的鉀離子
排至細胞外。而有報告 (Yamaguchi et al., 1999) 指出，在動物實驗中
曾發現，經 endostatin 治療的老鼠，其血液中鈣離子的含量會明顯減
少，這點則與我們的實驗結果相符。因為血液中減少的鈣離子，經我
們實驗證明，GST-endostatin 會引發鈣離子進入內皮細胞。

在 細 胞 內 鈣 離 子 濃 度 升 高 後 ， 會造成 calpain (intracellular
cysteine protease) 的活化，或造成 endonuclease的活化，進而造成 DNA
的 fragmentation；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細胞內 NO 的增加，這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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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的實驗才能證明。而且這個離子通道的活動，會耗掉細胞內
大量的 ATP。且因為細胞是持續性的打開離子通道，可能會造成細胞
膜表面電位去極化的失調，因而無法再繼續合成 ATP，最後造成內皮
細胞的死亡 (Lawson and Maxfield, 1995; Yu et al., 1999)。

我們知道的是：經過 endostatin 處理過的內皮細胞，其細胞內
Bcl-2、Bcl-XL 的表現會被抑制，protease caspase 3 的表現會增加，而
Bax 的表現則不受影響 (圖三十二) (Dhanabal et al., 1999)。但是我們
不清楚的是：究竟細胞的死亡，是經由這一個簡單的離子通道(Bkca
channel) 開、關，而導致一些細胞膜上第二訊息的傳遞 (G protein) 所
調控？還是經由其它 pathway 所控制，而 Bkca channel 的活動只是一
個最後必經的過程？又或者是 Bkca channel 的活動，根本不會造成細
胞的死亡？因為鈣離子的濃度變化 (用 10 µg/ml GST-endostatin 去做
處理時) 大約只有~100 nM，還在正常細胞內的鈣離子容許濃度範圍
內 (0.1 ~ 0.2 µM)，這個程度的離子變化是否真會導致細胞死亡？而
且有其他報告提及：bFGF 或是 VEGF 也均會造成 Bkca channel 的活
動的增加 (Brock et al., 1991; Malek et al., 1998; Wiecha et al., 1998)。
因此關於這點，我們現在仍不清楚？需要做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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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Angiogenic stimulators

Angiogenic inhibitors

Acid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ngiogenin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 α
Platelet-derived endothelial cell growth factor
Placental growth factor
Interleukin-8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Proliferin
Angiopoietin-1
Leptin
Prostaglandins ( PGE1 , PGE2 )

Angiostatin
Lymphotoxin
Endostatin
Platelet factor 4
Thrombospondin
Prolactin
2-Methoxyestradiol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 β
Vasostatin
AGM-1470
Interferon α and β
Interferon γ
Tamoxifen
Genistein
Thalidomide

表一：內生性調控血管生成 (angiogenesis) 的物質 (Gastl et a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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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血管生成 (angiogenesis) 與抑制血管生成 (anti-angiogenesis) 的過
程。
1. 一連串的遺傳突變，使正常細胞轉變成惡性癌細胞；當它體積超過 2 ~
3 mm3 時，除非獲得血管供應的氧氣及養分，否則腫塊無法再繼續長大。
2. 癌症細胞開始釋放出一些血管生長因子，誘使附近的血管長出新的微血
管；而這個過程就叫做血管生成 (angiogenesis) 3. 微血管開始侵入腫瘤組
織，提供其生長所需的氧氣與養分，並且提供癌細胞遷移 (metastasis)至
全身各部位的路徑。4. 科學家已經證實：有超過 300 種的物質，可以利用
摧毀已形成的微血管，或是預防微血管的形成來抑制血管生成過程。最
後，癌症細胞會開始停止生長，慢慢萎縮，甚至消失不見。
註：本圖摘自 Time, May 18,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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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rin binding
Zn++ binding region

region

N-terminus
of 184 aa

HTHQDFQPVLHLVALNTPLS

Endostatin

Collagen XVIII
圖二：Endostatin 的結構。
Endostatin 的氨基酸序列與 collagen XVIII 的 C-terminal 片
段 184 個氨基酸相似；其大小大約為 20 k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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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b
Marker

3054 bp
2036 bp
1636 bp
1018 bp
Endostatin (500
~ 600 bp)

506 bp

圖三：DNA 電泳分析 endostatin 之 RT-PCR 產物。
經過 RT-PCR 後，以 1 % 的 agarose gel 電泳分析 DNA 片段大
小。如圖所示，所得之 RT-PCR 產物大小與預期 endostatin 的
552 bp 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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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選殖 Endostatin 之 DNA 定序分析。
在送入 pCRII-blunt vector 之後，先做 DNA 定序分析，以確定我們
所 clone 的 endostatin DNA 片段為正確片段。做完比對後，發現我
們所選殖之 endostatin DNA 片段與已發表的序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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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H2-

-COOH

GST
NH2-

-COOH

endostatin

GST

B.

Apa LI
(19)

GST
Bam H I
Ava I
Xma I
Sma I
Eco R I

pGEX-2TKcs

Apa LI

4948 bp

(3612)

Apa LI

Pst I
(1886)

Apa LI

圖五：GST fusion protein 與載體的簡易說明圖。
A：GST 與 GST-endostatin 兩種蛋白質的簡單構造。
B：表現 GST fusion protein 的載體 (pGEX-2TKcs) 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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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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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a

圖六：蛋白質之 SDS-PAGE 與 Native gel。
1：prestain protein marker。2：1 µg/ml GST-endostatin 加入還原
劑 β-mercaptoepthanol ( 能 破 壞 雙 硫 鍵 的 鍵 結 ) 跑 12.5 %
SDS-PAGE 。3：1 µg/ml GST-endostatin 跑 12.5 % SDS-PAGE 。
4：1 µg/ml GST-endostatin 跑 12.5 % native gel (在配膠的時候，不
加入 10 % SDS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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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WST-1 分裂為 formazan 之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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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T

GST-endostatin

A

D

B

E

C

F

圖八：內皮細胞株EA.hy926細胞經過不同濃度GST-endostatin或
GST處理48小時後的型態變化。
A : 10 µg/ml GST-endostatin. B : 1 µg/ml GST-endostatin. C : 0.1
µg/ml GST-endostatin. D：10 µg/ml GST. E : 1 µg/ml GST. F：
EA.hy926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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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GST-endostatin 對 EA.hy926 細胞增生的抑制之際量效應分
析。
48 小時後，隨著處理 GST-endostatin 的濃度增加，細胞被抑制的
程度也就愈大；而經 GST (對照組) 處理過的細胞，則不產生任何
影響。而從本圖中，也可以明顯看見，IC50 大約等於 ~ 2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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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eated with GST

B

Treated with GST-endostatin
圖十：Endostatin 對雞胚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 之新生血管
(neovasculization) 的效應研究。
雞蛋尿囊絨毛膜經GST-endostatin 與 GST 處理過後 48 小時的結
果。A：以 GST 處理過後 48 小時的相片；可以清楚地看見血管
仍然存在，且雞胚繼續生長。B：等劑量之 GST-endostatin 治療
過後 48 小時的相片；血管已經完全的消失，造成雞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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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GST
GST-endostatin

n=16

% of embryo mortality

80

60

40

20

0
GST GST-endostatin
圖十一：Chorioallantoic membrane assay (CAM assay) 結果統計圖。
每一組雞蛋共有 16 顆，經過 GST-endostatin (200 µg) 處理過後 48
小時，共有 10 顆死亡 (佔 62.5 %)；而經 GST (200 µg) 處理過後
48 小時的雞蛋，則只有一顆死亡 (佔 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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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Endostatin 對 Lewis Lung Carcinoma 在老鼠之生長效應測
試。
將 Lewis Lung Carcinoma 注射至 BL57 mice的皮下，待其長出 tumor
後 (約 200 mm3)，再定期注射蛋白質或 PBS 對腫瘤進行治療 (0.3
mg/kg/injection)。A：治療後，各組動物腫瘤大小變化的情形。B：
經過三週的治療，個體間腫瘤生長的分佈曲線圖形。由 B 圖可以
發現，經過治療後的腫瘤生長速度減慢。紅色箭頭代表注射蛋白質
之日期 (1st, 6th, 17th)。(n = 6/group；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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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GST-endostatin 對 EA.hy926 細胞 48 小時後之細胞週期分析。
A：經流式細胞分析儀分析過的細胞 DNA 含量分析圖；橫座標代表
細胞之 DNA 含量，縱軸座標代表細胞數目。而 pre G1 phase 與 S、
G2/M phase 之細胞分別作為細胞凋亡與細胞增生之指標。經 10 µg/ml
GST-endostatin 處理的細胞其 pre G1 phase 明顯改變。 B：經過長條
統計圖統計、比較後發現：經 10 µg/ml GST-endostatin 處理的細胞
其 pre G1 phase 明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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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Boyden chamber 的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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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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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GST-endostatin 對內皮細胞 (EA.hy926) 移行之效應。
A：EA.hy926 (control). B：10 µg/ml GST. C：10 µg/ml GST-endost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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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GST-endostatin 對內皮細胞移行之劑量效應統計圖。
由圖上可以清楚的看出，經過 GST 處理的細胞，其位移的細胞數
目與未經處理的細胞位移數目差異不大 (細胞位移不受 GST 濃度
變化的影響)。但是經過 GST-endostatin 處理的細胞，其位移數目
會隨著 GST-endostatin 濃度的增加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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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GST-endostatin 對內皮細胞 MMP 分泌之效應。
A：EA.hy926 經處理 48 小時後，所分泌 MMP-9 在 gelatin gel 所形
成的 band。B：EA.hy926 經處理 48 小時後，所分泌 MMP-2 在 gelatin
gel 所形成的 band。1 ~ 7 代表經不同蛋白質濃度的處理：1：control,
2：10 µg/ml GST-endostatin, 3：1 µg/ml GST-endostatin, 4：0.1 µg/ml
GST-endostatin, 5：10 µg/ml GST, 6：1 µg/ml GST, 7：0.1 µg/ml
G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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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EA.hy926 細胞經 GST-endostatin 處理 1 小時內的細胞型
態變化。
A, E 為經過 10 µg/ml GST 處理的照片， B, F 為經過 10 µg/ml
GST-endostatin 處理的照片。 (A, B, E, F 為 100 倍的照片，C, D, G,
H 為 400 倍的照片；E, F, G, H分別為 A, B, C, D的實際尺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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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EA.hy926 細胞經 GST-endostatin 處理 24 小時後的細胞
型態變化。
A, E 為經過 10 µg/ml GST 處理的照片， B, F 為經過 10 µg/ml
GST-endostatin 處理的照片。 (A, B, E, F 為 100 倍的照片，C, D, G,
H 為 400 倍的照片；E, F, G, H分別為 A, B, C, D的實際尺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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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EA.hy926 細胞經 GST-endostatin 處理 48 小時後的細胞
型態變化。
A, E 為經過 10 µg/ml GST 處理的照片， B, F 為經過 10 µg/ml
GST-endostatin 處理的照片。 (A, B, E, F 為 100 倍的照片，C, D, G,
H 為 400 倍的照片；E, F, G, H分別為 A, B, C, D的實際尺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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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fura-2 於不同鈣離子濃度時的激光光譜圖。
註：本圖摘自 Grynkiewicz et al., 1985。

89

[Ca2+]i (nM)

A.
240
220
200
18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10 µg/ml
5 µg/ml
1 µg/ml

GST-endostatin

100

200

300

400

500

Time (seconds)

[Ca2+]i (nM)

B.
240
220
200
18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10 µg/ml
5 µg/ml
1 µg/ml

GST

100

200

300

Time (Seconds)
90

400

500

圖二十二：GST-endostatin 對內皮細胞鈣離子濃度變化之效應。
A：當溶液中有鈣離子存在時，細胞內鈣離子濃度上升的程度，會
隨著 GST-endostatin 處理的濃度而改變。B：當溶液中有鈣離子存
在時，在經過不同濃度 GST 處理後，細胞內的鈣離子濃度均不會
有任何明顯的改變。(箭頭代表加入蛋白質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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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GST-endostatin 誘發鈣離子進入內皮細胞。
A： 當溶液中有鈣離子存在時，細胞內鈣離子濃度對細胞經
GST-endostatin 處理的反應。在經過 GST-endostatin 處理後，細胞
內的鈣離子濃度會明顯地上升，而且會一直維持相同的濃度 (不會
恢復至原來濃度)；相對地，經 GST 處理後，細胞內的鈣離子濃度
不會產生任何變化。B：當溶液中沒有鈣離子存在時，細胞內鈣離
子濃度對細胞經GST-endostatin處理的反應。在經過GST-endostatin
處理後，細胞內的鈣離子濃度不會有任何明顯的變化；與細胞經
GST 處理後的結果相同。(箭頭代表加入蛋白質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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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Patch clamp 技術說明。
A：測量活細胞細胞膜上離子通道的電流變化配置圖。B：patch
clamp 可以分為四種不同的用法。a. On-cell：將 tip 緊靠著細胞膜，
量測細胞外荷爾蒙對離子通道的影響，b. Inside-out：測量細胞內
第二訊息 (cAMP, Ca2+)對離子通道的影響，c. Whole-cell：量測細
胞外荷爾蒙對細胞膜上所有離子通道的影響，d. Outside-out：量測
細胞外荷爾蒙對離子通道的影響。
註：本圖取自 Molecular cell biology, p945, 3r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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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GST-endostatin 刺激 Bkca channel 的活動。
GST-endostatin 對內皮細胞作用時，大量流入細胞內的鈣離子會活
化細胞膜上 Bkca channel 的活動。電流紀錄圖說明 Bkca channel
在 GST 及 GST-endostatin 存在時的活動情形。 (a) GST control (5
µg/ml). (b) GST-endostatin (5 µ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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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GST-endostatin 增加 EA.hy926 細胞膜上 Bkca channel
的開啟頻率。
在加入 GST-endostatin 前，膜上 Bkca channel 沒有被記錄到活動頻
率變化，即代表細胞膜上的 Bkca channel 的開啟可能性不大 (如圖
左側所示)；在加入 GST-endostatin 後，膜上 Bkca channel 被記錄
到活動頻率逐漸增加，即代表細胞膜上的 Bkca channel 的開啟可能
性大增 (如圖右側所示)。這圖代表：當加入 GST-endostatin 後，膜
上 Bkca channel 的活動頻率逐漸增加，造成大量鉀離子被排至細胞
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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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GST-endostatin 對 Bkca channel 電流和電壓關係的效果。
Bkca channel 在經不同蛋白質處理後的電流變化：左側為經過 5
µg/ml GST 處理，右側為經過 5 µg/ml GST-endostatin 處理。隨著量
測電壓的增加，流經 channel 的電流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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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T-endostatin 對 EA hy 926 cells ATP 釋放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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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GST-endostatin 對 EA.hy926 細胞 ATP 生成或釋放之變
化。
A：在經過 GST-endostatin 或 GST 處理的細胞中，其 ATP 含量均
會隨著處理蛋白質的濃度增加而減少，且 GST-endostatin 處理過的
細胞中 ATP 含量均明顯較 GST 處理過的細胞少。B：在經過
GST-endostatin 處理的細胞培養溶液中，其 ATP 含量會隨著處理蛋
白質的濃度增加而減少；但是在經過 GST 處理的細胞培養溶液
中，其 ATP 含量則會隨著處理蛋白質的濃度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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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EGTA 對內皮細胞 EA.hy926 受到 GST-endostatin 處理
的增生影響。
A. EGTA 為鈣離子的螫和物 (chelating agent)，當細胞用不同濃度
EGTA 處理時，會對細胞的存活率產生不同的影響，0.1 µM 及 0.5
µM 對內皮細胞的存活率有些為幫助，1 mM 對內皮細胞的存活率
則有些為抑制。B. 當內皮細胞先加入不同濃度的 EGTA 培養，再
用 2 µg/ml 的 GST-endostatin 去處理細胞，當加入的 EGTA 濃度愈
高，細胞的存活率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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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Quin-2/ AM 對內皮細胞 EA.hy926 受到 GST-endostatin 處
理的增生影響。
A. Quin-2/AM 為胞內鈣離子的螫和物 (chelating agent)，當內皮細
胞用不同濃度 Quin-2/AM 處理時，細胞的存活率會隨著 Quin-2/AM
濃 度 的 增 加 而 些 微 升 高 。 B. 當 內 皮 細 胞 先 加 入 不 同 濃 度 的
Quin-2/AM 培養，再用 2 µg/ml 的 GST-endostatin 去處理細胞，當
加入的 Quin-2/AM 濃度愈高，細胞的存活率也會跟著提高；而用
同樣濃度的 GST 處理細胞，細胞的存活率則沒有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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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Nifedipine 對內皮細胞 EA.hy926 受到 GST-endostatin 處
理的增生影響。
A. Nifedipine 為鈣離子通道的阻隔劑 (blocker)；當內皮細胞用不同
濃度 Nifedipine 處理時，細胞的存活率會隨著 Nifedipine 濃度的增
加而些微升高。B. 當內皮細胞先加入不同濃度的 Nifedipine 培養，
再用 2 µg/ml 的 GST-endostatin 去處理細胞，當加入的 Nifedipine
濃度愈高，細胞的存活率也會跟著提高。而用同樣濃度的 GST 處
理細胞，也會有同樣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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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Endostatin 對內皮細胞作用的簡單機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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